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掃描此二維碼 
進行網上報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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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對象：育有 16 歲或以下子女的家庭 

服務地區：九龍城區（九龍城、啟德、土瓜灣、紅磡、何文田）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、劉詩敏、陳朗生、廖詠心 

查詢電話： 2768 9298 

中心地址：土瓜灣九龍城道 157-159號寶成洋樓 1C室 

 

請掃描此二維碼

進行網上報名 

報名方法： 

1.網上報名 或 

2.於辦公時間內親臨本中心登記報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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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愛 +」家庭學園 

家，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； 

家，是生命的開始，而愛永不完結的地方！ 

想你的子女贏在起跑線，一齊來 

從充滿愛的豐盛家庭生活開始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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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登記家庭報讀「愛 + 」家庭學園一系列的成長課程活動！ 

於 2021年 4月至 12月期，修讀完成指定範圍科目合共 20學分的家庭，將可參加 2022

年初的「愛 + 」家庭學園大型畢業禮，獲取屬於你一家人的家庭畢業證書，並有資格

參加為畢業生精心而設的畢業家庭旅行活動。  

注意：學分以整個家庭為單位累積計算，即個人或家庭形式參加都可獲得學分。 

而參加家庭需完成修讀個人成長、家庭成長及社區參與三個範圍，合共累積不少於 20學分才可畢業。 

現正招生

學習科目 主題 

編號 

學習主題 每科 

學分 

備註 

個人 

成長 

(至少修讀 3科) 

A1 自我認識：獨特的我（兒童 / 家長）  
 
 
 
2 

 

 
 

(無) 

A2 個人自信與能力培養（兒童） 

A3 跟情緒做朋友（兒童 / 家長） 

A4 專注力成長體驗（兒童） 

A5 舒緩情緒減壓體驗（家長） 

家庭 

成長 

(至少修讀 3科) 

B1 認識兒童成長需要（家長） 

2 

 

 

(無) 

B2 正向管教與溝通訓練（家長） 

B3 夫婦關係增潤工作坊（家長） 

B4 親子衝突處理工作坊（家長） 

B5 認識離異家庭兒童成長需要（家長 / 兒童） 只適合 

離異家庭參與 B6 離異家庭常見陷阱與出路（家長 / 兒童） 

B7 離異家庭日常挑戰及交流（家長） 

B8 協助情緒表達及有效回應（家長 / 兒童） 

B9 離異家庭旅行成長體驗（離異親子） 

B10 家庭旅行成長體驗（親子） 「愛 + 」家

庭學園參加者

優先報名 

B11 親子抗逆解難活動（親子） 

B12 家庭教育講座/工作坊（家長） 1 (無) 

社區 

參與 

(至少修讀 3科) 

C1 小區迎新茶聚（家長 / 親子）  
 
2 

 

(無) C2 認識社區資源（家長 / 親子） 

C4 社區家庭節（親子） 

C5 基礎義工訓練及服務（家長 / 親子）  
 
3 

需持續參與至

少 6 節訓練/

活動 

C6 家庭伙伴大使訓練（家長 / 親子） 

C7 友師計劃（家長 / 親子） 

C8 家庭網絡活動（親子） 

「愛 +」家庭學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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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點推介活動 
C4 活動名稱：聯合家庭節 – 親子日營活動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的家庭 

     （參與「家庭伙伴」或「愛+家庭學園」家庭優先參加） 

名額： 120 名 

日期： 12/12/2021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上午 9:00 - 下午 5:00 

地點：待定 

費用：免費（是次活動包括營費、午餐及去程旅遊巴；回程交

通費用自付） 

內容：與東涌家庭支援中心合辦，聯合九龍城及東涌兩區的家

庭舉辦家庭節活動及家庭伙伴嘉許禮。下午設有攤位遊戲及親

子日營活動，增進親子積極溝通合作，推動和諧家庭生活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、劉詩敏（牛奶姐姐）、 

          陳朗生（朗哥哥）、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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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活動名稱：兒童社交鬆一鬆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之基層兒童（8-12 歲） 

名額： 6 名 

日期： 7/10、12/10（星期二）、21/10及 28/10/2021（星期四，共 4

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00 - 8:00 

地點：土瓜灣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

地址：九龍土瓜灣馬頭圍道 165號土瓜灣政府合署 9 字樓 903 室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面對繁重的學業，近年學童的精神壓力備受關注，尤其高小學

童。在星期四晚上讓兒童有 1小時的放鬆時間，到中心玩桌遊同時訓練

與其他小朋友的社交，減輕子女緊張的精神壓力，

在學習上事半功倍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
C6 活動名稱：婚姻護航員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有良好相處之道的夫婦 

名額︰ 8 名 

日期： 2/10、16/10 及 30/10/2021（星期六，共 3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8:00 - 9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輕鬆遊戲活動，交流正面的夫婦之道，分享有用的維繫健康

婚姻關係方法。學習義工技巧，不定時關心支援區內其他夫婦，防止婚

姻觸礁擱淺，一起締造和諧友愛的生活社區。（本活動特設託兒服務，

詳情可向負責職員查詢。）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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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及兒童平行小組 

活動名稱：伴里高飛 - 家庭伙伴訓練計劃 及 共童遊戲間、共童遊戲間 2  

日期及時間： 2/10、16/10、30/10、13/11/2021（星期六），晚上 7:30-9:00 （平行小組） 

日期及時間： 20/11/2021 (星期六)，下午 2:00 - 晚上 8:00 （親子活動） 

費用：免費 

家長組： 

C6  活動名稱：伴里高飛 - 家庭伙伴訓練計劃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經歷分居或離異 3 年或以上

之家長 

名額： 8-10名 

理論課日期： 2/10、16/10、30/10、

13/11/2021（星期六，共 4 節） 

理論課時間︰晚上 7:30 - 9:00 

理論課地點︰本中心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黃昏營訓練日期︰ 20/11/2021 (星期六) 

黃昏營訓練時間：下午 2:00 - 晚上 8:00 

黃昏營訓練地點：營地待定 (如疫情影響將會

延期或取消) 

形式︰親子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內容：透過一系列生動有趣的義工訓練活動， 認

識個人及家庭成員的能力性格，發揮家庭強項與力

量；交流適應家庭轉變的方法，學習聆聽及回應子

女的矛盾情緒技巧。完成訓練後，有資格成為家庭

伙伴，幫助區內有需要的離異家庭，建立同路人的

社區支援網，彼此守護，互相扶持。 

備註︰ 

1. 完成全部訓練後，中心會配對家庭結伴同行 

2. 參加家庭必需出席理論課及訓練 

3. 完成後中心會頒發證書予家庭伙伴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
 

兒童組： 

B5  活動名稱：共童遊戲間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兒童（6-8 歲） 

名額： 6-8名 

日期： 2/10/2021 及 16/10/2021 

     （星期六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30 - 9:00 

內容：透過團體合作遊戲，讓參加者學習正面的

溝通方法，鼓勵與家庭成員能夠正面溝通及相

處。 

地點︰本中心 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B5  活動名稱：共童遊戲間 2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兒童（6-8 歲） 

名額： 6-8個 

日期： 30/10/2021 及 13/11/2021 

      （星期六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30 - 9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內容：透過進階版團體合作遊戲，讓參加者學習

正面的溝通方法，鼓勵與家庭成員能夠正面溝通

及相處。 

地點︰本中心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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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及兒童平行小組 

活動名稱：離異同行 - 家庭伙伴訓練計劃 及 情緒小主人  

日期及時間： 9/10、23/10、06/11（逢星期六），晚上 7:30 - 9:00 （平行小組） 

日期及時間： 24/11/2021（星期三），早上 10:00 - 11:00 （家長活動） 

日期及時間： 20/11/2021 (星期六)，下午 2:00 - 晚上 8:00 （親子活動） 

費用：免費 

家長組： 

C6  活動名稱：離異同行 - 家庭伙伴訓練計劃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 3年內經歷分居或離異之家長  

名額： 8-10名  

理論課日期： 9/10/2021、23/10/2021、

06/11/2021（星期六）及 24/11/2024 (星期三) 

理論課時間︰晚上 7:30 - 9:00(六) 及  

            早上 10:00 - 11:00(三) 

理論課地點︰本中心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黃昏營訓練日期︰ 20/11/2021 (星期六) 

黃昏營訓練時間：下午 2:00 - 晚上 8:00 

黃昏營訓練地點：營地待定 (如疫情影響將會延期

或取消) 

形式︰親子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內容：透過一系列生動有趣的義工訓練活動， 認

識個人及家庭成員的能力性格，發揮家庭強項與力

量；交流適應家庭轉變的方法，學習聆聽及回應子

女的矛盾情緒技巧。完成訓練後，有資格成為家庭

伙伴，幫助區內有需要的離異家庭，建立同路人的

社區支援網，彼此守護，互相扶持。 

備註︰ 

1. 完成全部訓練後，中心會配對家庭結伴同行 

2. 參加家庭必需出席理論課及訓練 

3. 完成後中心會頒發伙伴大使證書予伙伴大使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（牛奶姐姐）  

兒童組： 

B8  活動名稱：情緒小主人 

對象：參與離異同行家長之兒童  

名額： 10名 

日期： 9/10、23/10 及 6/11/2021 

     （星期六，共 3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30 - 9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音樂及園藝性活動，讓兒童表達內心感受

及認識情緒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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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8 活動名稱：龍城新鮮人 

對象：新來九龍城區居住五年內的基層家庭 

人數： 20個家庭 

日期： 9/10/2021 及 23/10/2021（星期六，共 2 節） 

時間：上午 10:30 - 中午 12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 

內容：迎新茶聚活動，歡迎新來區居住的家庭，認識區內有用的社會資源，結識小區內的

其他家庭，擴闊人際網絡，建立互相關心的鄰舍關係。家庭之後更可參加一系列的日常親

子聯誼活動，例如社區導賞、親子遊戲，協助籌辦家庭旅行、鄰舍關懷探訪、節日活動等，

發揮家庭強項，融入和諧社區生活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 

C8 活動名稱：媽咪嘆世界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長 

名額： 6 名 

 

 

 

 

 

 

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外出活動日期︰ 7/11/2021 (星期六) 

外出活動時間：上午 11:00 - 下午 6:00 

外出活動地點：馬鞍山昂平營地 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你上次可以安靜享受一下是甚麼時候呢？ 離異家長要獨自照顧子女，想找個私人

時間放鬆一下「嘆世界」簡直是「天方夜譚」。活動希望讓家長有空間「嘆世界」，一

同製作手工、品茶、做運動及園藝性活動，讓家長送子女上學後可「嘆世界」，關顧自

己的身心需要。活動另設親子外出活動前往郊遊，親親大自然，親親自己身心靈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
中心活動日期： 中心活動時間︰ 活動內容： 中心活動地點： 

13/10/2021（星期三）  

上午 9:00 - 10:30  

手工  

本中心（如疫情影

響會轉為 Zoom ）  

20/10/2021（星期三） 品茶 

27/10/2021（星期三） 運動 

3/11/2021（星期三） 園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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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3 活動名稱：童話天地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兒童（4-6 歲） 

名額： 6 個 

日期： 16/10 及 23/10/2021（逢星期六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下午 4:30 - 5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繪本故事及分享，讓幼兒認識不同情緒，並學習正面表達情

感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C5 活動名稱：中心離異家庭義剪活動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 

名額： 8-10 個家庭 

日期： 17/10/2021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下午 2:00 - 5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剪髮義工協助離異家庭小朋友免費修剪頭髮，減少離異家庭

的經濟負擔，讓離異家長在旁觀察和學習與子女修剪頭髮的技巧，鼓勵

家長能夠嘗試與子女修剪頭髮，增加親子之間的互動及親密感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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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及兒童平行小組 

活動名稱：共建好婚姻 - 男女大不同 及 玩得開心  

日期及時間： 22/10/2021 及 5/11/2021（星期五），晚上 8:00 - 9:30  

費用：免費 

地點：本中心 

家長組： 

B3  活動名稱：共建好婚姻 - 男女大不同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夫婦 

名額： 10人 

日期： 22/10/2021 及 5/11/2021 

      （星期五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8:00 - 9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 

內容：透過輕鬆遊戲，認識男士及女士不同

的思維方法和心靈需要，增加彼此的正面予

解，學習夫婦之間有效的回應方法，減少不

必要的爭執和誤解，携手締造和諧婚姻關

係，為子女打造溫馨家庭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 

兒童組： 

A2  活動名稱：玩得開心 

對象：參與共建好婚姻 - 男女大不同家長之

兒童 

名額： 6-8名 

日期： 22/10/2021 及 5/11/2021 

     （星期五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8:00 - 9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內容：活動希望透過製作簡單小手工玩具，

讓小朋友製作好玩的玩具，發揮創意。在創

作的過程學習表達自己的感受及學習愛惜玩

具。 

負責同工：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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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 活動名稱：暖男爸爸外遊記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 16 歲以下兒童及其父親 

名額： 6 對親子(只限父親) (出席子女需 6 歲-12歲及已學會踩單車) 

日期： 24/10/2021（星期日）  

時間：上午 11:00 - 下午 6:00 

集合地點：本中心 

活動地點︰馬鞍山大水坑 至 大埔海濱公園 

解散地點︰大埔海濱公園 

費用：免費 (中心資助每位參加者$40單車費，參加者需自付餘下單車

費、膳食費及來回車費) 

內容：願意花時間與子女遊玩的爸爸，通常都是一位「暖男爸爸」呢！

活動讓父親與子女一同享受假日陽光，與子女共建美好回憶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
B10 活動名稱：親子生態濕地遊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10個家庭（曾參加本中心其他活動之家庭優先報名） 

日期： 30/10/2021（星期六） 

時間：上午 11:00 - 下午 6:00 

集合地點：本中心 

解散地點︰天水圍 或 土瓜灣站 (可選擇)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與子女一同暢遊濕地公園，共同認識獨特的自然生態環境，共享

天倫之樂，留下美好親子回憶。 

備註︰本活動已包括入場費，參加者需自備車費乘搭交通工具及午膳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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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8 活動名稱：寧靜空間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長   

名額： 8 個家庭  

日期： 4/11/2021、11/11/2021、18/11/2021 及 25/11/2021 

     （逢星期四，共 4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30 - 9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學習禪繞畫，繪畫出簡單圖案，提供寧靜的空間，讓家庭成員

透過繪畫過程，放下情緒包袱，體驗輕鬆減壓。另外，親子互相合

作，利用圖案構圖成親子畫作，促進親子正面關係。 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及 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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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2 活動名稱：幼兒成長樂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兒童（4-6 歲） 

名額： 6 個 

日期： 13/11/2021 及 20/11/2021 

     （逢星期六，共 2 節） 

時間：上午 10:30 - 11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藝術元素完成活動中的任務，讓幼兒在生活中學習

細心照料和關心他人，培養認真承擔責任的好習慣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B2 活動名稱：爸爸運動會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 6 歲以上兒童及其爸爸 

人數； 10 個家庭 

日期： 13/11/2021 及 27/11/2021（星期六，共 2 節） 

時間：下午 3:00 - 5:00 

地點：土瓜灣體育館 

內容：分組家庭運動競賽，透過接力跑步、呼拉

圈、踢毽、二人三足、籃球等項目，發揮爸爸和

小朋友們的運動潛能，肯定爸爸的正面角色，促

進親子及團隊合作，加強親子溝通及互相欣賞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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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及兒童平行小組 

活動名稱：夫妻離島遊 及 童你遊長洲 

日期及時間： 14/11/2021（星期日），上午 10:00 - 下午 4:00 

費用：免費 

家長組： 

B3  活動名稱：夫妻離島遊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長 (必須夫妻二人

同時參與) 

名額： 5對夫妻 

日期： 14/11/2021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上午 10:00 - 下午 4:00 

地點：長洲 
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中環 5號碼頭(往長洲) 

集合時間：上午 10:00 

費用：免費 (自備膳食及交通費用) 

內容：在繁忙的生活中，基層家庭的夫妻忙

於工作及照顧子女，以致二人很久沒有優質

的相處時間，導致感情疏離，容易出現負面

溝通，增加夫妻之間的磨擦。工作員期望透

過夫妻離島遊，提供二人相處時間給參加家

庭，重拾昔日二人相處的正面回憶，增進二

人感情。 

備註︰參加者需自備車費乘搭交通工具及午

膳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兒童組： 

A2  活動名稱：童你遊長洲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兒童 (「夫妻離島

遊」之參加者子女優先參與本活動) 

對象年齡： 6-12歲 

名額： 10個 

日期： 14/11/2021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上午 10:00 - 下午 4:00 

地點：長洲 
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中環 5號碼頭(往長洲) 

集合時間：上午 10:00 

費用：免費（自備膳食及交通費用） 

內容：到長洲探索，深度了解長洲的特色，

並透過團隊解難任務，提升小朋友的合作能

力。 

備註︰參加者需自備車費乘搭交通工具及午

膳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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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長及兒童平行小組 

活動名稱：共建好婚姻 – 好好地吵架 及 畫出我的愛 

日期及時間： 19/11/2021 及 3/12/2021 （星期五），晚上 8:00 - 9:30 

費用：免費 

地點：本中心 

家長組： 

B3  活動名稱：共建好婚姻 – 好好

地吵架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夫婦 

名額； 10名 

日期： 19/11/2021 及 3/12/2021 

      （星期五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8:00 - 9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輕鬆遊戲活動，認識夫婦

常見的衝突原因及帶來的負面影響，

學習有效的吵架（正面溝通）方法，

避免傷害彼此的心靈，維繫健康婚姻

關係，為子女營造尊重包容的家庭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 

兒童組： 

A2  活動名稱：畫出我的愛  

對象：參與共建好婚姻 – 好好地吵架 

家長之兒童 

名額： 6-8名 

日期： 19/11/2021 及 3/12/2021 

      （星期五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8:00 - 9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活動希望透過畫畫，讓兒童向家

人表達愛。在活動的過程中學習表達自

己的感受及學習關心身邊每一個人。 

負責同工：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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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10 活動名稱：親子離島遊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 

名額： 10個（參與中心離異家庭義剪活動優先） 

日期： 21/11/2021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上午 9:00 - 下午 5:00 

地點：南丫島 

集合及解散地點：中環 4號碼頭 (往南丫島) 

集合時間：上午 9:00 

費用：免費（自備膳食及交通費用） 

內容：家長時間獨自承擔照顧子女及處理家務事，缺乏與家庭成員溝通的

時間。透過遊覽南丫島活動及遠足至索罟灣，遠足期間會有親子任務挑

戰，增加彼此互動及溝通，觀察或發掘到其他家庭成員的強項，從而互相

欣賞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B10 活動名稱：新鮮人家庭尋寶之旅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（參與「龍城新鮮人」之參加家庭優先） 

名額： 20個家庭 

日期： 21/11/2021 （星期日） 

時間：上午 10:00 – 下午 5:00 

地點：馬鞍山公園及沙灘 

集合地點：本中心 

解散地點：馬鞍山公園 

集合時間：上午 10:00 

費用：免費（活動交通及午餐自負，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可

聯絡負責職員。） 

內容：家庭之間組成小隊，一同前往目的地，完成指定遊

戲任務，尋找家庭寶藏，換取神秘禮物 ！ 

活動中有自由時間，家庭可在附近公園及沙灘遊玩。 

負責職員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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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11 活動名稱：愛要畫出來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4個家庭 

日期： 26/11/2021 及 10/12/2021（星期五，共 2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30 - 9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活動希望透過不同的畫畫工具，讓家長及兒童畫出對彼此

的愛，在活動過程中會設定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難，透過活

動讓家庭成員共同解決難題，以促進家庭之間的溝通。 

負責同工：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

C8 活動名稱：心靈巧手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6個 

日期： 16/11、23/11、30/11/2021 及 7/12/2021 

      （逢星期二，共 4節） 

時間：下午 4:30 - 5:3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家庭外出活動日期： 18/12/2021 （星期六） 

集合地點：本中心 

解散地點：外出活動結束後自行解散 

家庭外出活動時間/地點：上午 11:00 - 下午 5:00 / 港島半山區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不同藝術材料，讓家長學習與子女創作的技巧及溝通方式，藉著

過程增加彼此的溝通，以及學習聆聽及正面回應技巧（創作材料由中心提

供）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

 19 

 

B2 活動名稱：爸爸小煮意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6 個家庭 

日期： 3/12/2021 及 10/12/2021（逢星期五，共 2 節） 

時間：晚上 7:15 - 8:15 

地點：參加者家中(以 ZOOM 形式進行)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此活動，令基層家庭的父親與子女一起從溝通學習烹調家

常小菜，讓父親能夠學習烹調技巧，子女學習分工合作處理烹調過

程，增加父親與子女相處的時間。(食材由中心提供)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B3 活動名稱：揉情蜜意按摩班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夫婦 

名額： 5 對 

日期： 4/12/2021 及 11/12/2021（逄星期六，共 2 節） 

時間︰晚上 7:30 - 9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學習與伴侶的按摩技巧，增進夫婦的親密感，促進

伴侶欣賞和付出。 

備註︰本活動特設託兒服務，詳情可向負責職員查詢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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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4 活動名稱：家庭節系列 - 愛之語體驗工作坊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︰ 25名 

日期： 16/12/2021（星期四） 

時間︰晚上 7:00 - 8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透過學習及實踐 5 種愛的語言(肯定、服務、禮物、身體接觸、

陪伴)來增進家庭關係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（朗哥哥） 

 

X 
 

C4 活動名稱：愛家和諧畫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25名 

日期： 16/12/2021（星期四） 

時間：晚上 8:15 - 9:15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親子一起運用不同質感的顏料，或其他手工素材完成一幅親子

手印畫，共創正面和諧的親子回憶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 (牛奶姐姐) 

 



 21 

 

C4 活動名稱：家庭節系列 - 愛的拓印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 

名額︰ 18名 

日期： 17/12/2021（星期五） 

時間︰晚上 7:00 - 8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製作葉子拓印環保袋/索繩袋，給自己一份獨特的禮物作為最美

好的祝福，愛自己從而愛你身邊的人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（朗哥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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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4 活動名稱：家庭節系列 - 家庭照相館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︰ 25名 

日期： 18/12/2021（星期六） 

時間︰下午 3:00 - 5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親子在中心穿著不同的服裝，戴上不同的飾物，於中心拍下美

麗的照片。在中心把照片沖洗出來，並製作出獨一無二

的相架，把美麗的倩影和美好的回憶記錄下來。 

負責同工：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

B10 活動名稱：半山區親子遊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15個家庭 

日期： 18/12/2021（星期六） 

時間︰上午 11:00 - 下午 5:00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親子同遊元創方、大館、香港動植物公園，享受親子天倫之

樂。 

負責同工：陳朗生 (朗哥哥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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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4 活動名稱：親子聖誕夜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基層家庭 

名額： 10個家庭 

日期： 23/12/2021（星期四） 

時間：晚上 7:00 - 8:30 及 晚上 8:45 - 9:45 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親子一起觀賞節日電影，共享節日的快樂氣氛，並鼓勵增加

家庭活動，以提升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。另外，電影時間結束後，

會有親子製作聖誕手工，家庭成員憑著製成品互相鼓勵彼此。 

負責同工：劉詩敏（牛奶姐姐） 及  陳朗生（朗哥哥） 

  

C8 親子同樂桌遊時間 

對象：九龍城區內離異家庭 

名額： 4-6個家庭 

日期： 2/10、9/10、16/10、23/10、30/10、6/11、13/11、20/11、

27/11、4/12、11/12/2021（逢星期六） 

時間：下午 3:00 - 4:30  

地點：本中心 

費用：免費 

內容：為了讓更多離異家庭有更多與子女一起玩

桌遊的親子時間，中心逢六下午 3 時至 4 時 30 分

會提供一個親子同樂的時間，讓有興趣的家庭上來一起玩桌遊，期待

你們的參與。 

負責同工：李燦榮（榮 Sir） 及  廖詠心（心心姐姐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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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同工：戴姑娘、天朗 Sir 

服務對象：離異家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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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社區咨詢站」 
   歡迎街坊在本中心社工當值時間前來 

   查詢社區資源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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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惡劣天氣之活動安排  
●  惡劣天氣之活動安排 

(如在單位開放前 2 小時，八號風球或黑色暴雨訊號仍然

懸掛，則該節單位將會暫停開放，而原定舉行之活動亦會

延期或取消。) 

天氣情況  
單位班組及  

戶內活動  

出外活動  

* 

野外活動  

** 

水上活動  

(包括船河)  

雷暴警告    # x  x  

一號風球 ð      # x  

三號風球 ð    x  x  x  

八號風球 ð  x  x  x  x  

黃 色 暴 雨 信 號 在 活 動 開 始

前 2 小時內發出  
  # # x  

黃色暴雨信號在單位開放

期間發出  
  # # x  

紅 色 暴 雨 信 號 在 活 動 開 始

前 2 小時內發出  
x  x  x  x  

黑 色 暴 雨 信 號 在 活 動 開 始

前 2 小時內發出  
x  x  x  x  

寒冷及酷熱天氣警告在活

動開始前 2 小時內發出    # # # 

紅色／黑色暴雨信號在單

位開放期間發出  

單位如常運作及戶內已進行之活動仍繼續舉行，戶外活動則即時停

止，並在安全情況下，安排家長於合適時間內接送參加者。  

黑色暴雨信號在單位已停

止開放期間仍未除下  

仍逗留在單位之服務使用者應繼續留在單位內，並確保在適當時間

及安全情況下返家，或安排由家長接送。  

備註  ：   * 出外活動  －指參觀、日營、渡假營等  

     ** 野外活動  －野營、遠足、旅行等  

      如期進行    

     x  取消或延期    

     ﹟  酌情舉行  －須視乎當時情況及天氣預測  

      有關「風球」之安排，以活動開始前 2 小時內懸掛作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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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世軍九龍城 

家庭支援中心 

救世軍兒童為本 

離異家庭支援服務 - 

愛家馬拉松 


